
FINANCIAL INSTITUTION金融机构 BB11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汪世军 制 作 闫 亮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同学，你好，这个冬天有点长，但请
不要犹豫，我们的舞台始终为你敞开。”某
家券商用温暖的话语开启了2020届毕业
生校园招聘。

近两日，“2020届毕业生最新就业政
策”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各行业春季招聘如
期开启。受疫情影响，今年券商纷纷启动

“网上投递”“云面试”“空中宣讲”“云招
聘”，部署本年度的毕业生招聘工作，并简
化了招聘流程。从校招岗位来看，能大致
看出券商布局未来发展的主要脉络，财富
管理、投资银行、金融科技、研究、并购等成
为今年券商校招的热门岗位。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早在
2019年下半年，券商就曾大规模开启过一
轮2020年校招。今年，包括中信证券、东
方证券、安信证券在内的10多家券商再一

次启动校招。在疫情期间，券商校招的基
本流程是，首先进行“空中宣讲”与网申，然
后在简历筛选后进行“在线测评”与“远程
面试”，最后是“实习考察+发放录取通知”。

以中信证券分支机构今年的校招为
例，除了给出优渥的薪资福利外，还有长达
18个月的培养期。中信证券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为分支机构
校招新人定制了专属培养计划，为期18个
月。内容包括定制线下、线上专题培训，完
善的线上课程，导师制一对一辅导及拓展
活动。”

随着科技发展的不断加快，金融科技
人才成为各大券商眼中的“香饽饽”。统计
数据显示，2018年，98家券商对信息系统的
投入金额高达130.67亿元，同比增长
16.89%；为信息技术人员支付的薪酬合计
54.89亿元，同比增长14.17%。《证券日报》
记者对公开信息查询后发现，中信证券、国

泰君安、安信证券、光大证券目前正同时进
行2020年IT专场人才招聘，主要以开发类、
数据类、测试类、运维类岗位为主，包括系统
架构师、软件开发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

对此，业内人士曾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券商从社会招聘成熟的IT人才，或
者挖角BATJ人才，相较于校招，往往会付
出相当高的薪酬福利，并且难以挖掘到核
心人才。而且，实习生和毕业生初入社会，
大部分都踏实肯干，并且具有年龄及身体
方面的优势，在券商目前高强度的工作下
承压能力较强，前期成本也不高，后期还可
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因此，券商更愿意
培养这些新人。”

从现有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数量来看，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23家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总数为32.86万人（包
含券商及其子公司），较2019年末减少245
人。要知道，往年的3月份和4月份一直是

证券行业最热的“跳槽季”。其中，今年以
来证券从业人员中减少最多的岗位是证
券经纪人、一般证券业务人员，分别减少
1087人、716人。

术业有专攻，券商业务转型加速也促
使从业人员的布局发生改变。今年以来，
券商从业人员虽然总体呈现人员流失的
格局，但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中的分析师和
投资顾问以及保荐代表人这三类业务从
业者的人数却在逆势增长。其中，证券投
资顾问目前有5.45万人，较2019年末增加
1380人；证券投资分析师目前有3273人，
较2019年末增加53人；保荐代表人目前有
3989人，较2019年末增加170人。

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每年的3月份、4月份通常是企
业招贤纳士最旺盛的时期，也就是‘跳槽
季’，证券行业也不例外。但今年受疫情影
响，预计金融行业的离职率不会太高。”

券商启动“云面试”“空中宣讲”在线招聘
财富管理、投行、金融科技等岗位成热门

本报记者 吕 东

在对上市银行股的争夺上，无论是
从买入数量上、还是净买入金额上，南
下资金的“抢筹”力度都远比北上资金
来得更为凶悍。

春节后A股市场的强势表现，曾让
沪股通、深股通为代表的北上资金出尽
风头。但《证券日报》记者却发现，南下
资金也一刻没闲着，尤其是进入3月份
后，港股通大手笔购入H股股票，尤其是
内地银行H股更是成为南下资金“抢筹”
的重点，股价大面积破净、AH股溢价居
高不下则是南下资金大抢“便宜货”的
最好由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1
日，南下资金3月份为抢购建行、工行、
农行的H股，已累计净流入资金逾114亿
港元。

南下资金过百亿港元
3月份狂买银行H股

3月份资金面呈现“南热北冷”现
象。北上资金在2月份呈现资金净流
入，从3月份开始暂缓流入，且这一趋势
自本周起愈发明显。《证券日报》记者对
同花顺数据统计后发现，截至3月11日，
当月已净流出资金130.67亿元人民币，
近几个交易日的净流出额更是高达187
亿元人民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以港股通(沪、深）为代表的南下资金开
始大肆“买买买”，虽然目前3月份尚未
过半，但南下资金合计净买入的金额已
高达355.5亿元人民币。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北上资金比
较青睐宁德时代、五粮液、贵州茅台等
传统行业中的高价绩优股。与之不同
的是，南下资金将火力重点瞄准了H股
上市的内地银行股，工行、建行、农行3
家银行的H股股票更是成为最重要的抢
筹目标，3月份以来3家银行H股净流入
资金合计高达114.08亿港元。

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南下资金买
入力度最大的是建行H股，3月份以来合
计购入88.02亿港元，净买入额达80.12
亿港元，仅3月9日一天的净买入额就高
达19.25亿港元。在3月份沪深港通披露
的每日前十大活跃股榜单中，建行H股
已上榜8次，其中有6次占据排名首位。
工行H股紧随其后，在3月份前十大成交
活跃股中也上榜8次，且每次均呈现净
买入态势，累计净买入额为28.50亿港
元。农行H股则上榜两次，累计净买入
5.46亿港元。

实际上，南下资金对内地银行H股
的追逐，从2月份就已开始了。香港联
交所披露的完整月度数据显示，2月份，
在港股通十大活跃股中出现4家内地银
行H股，分别是建行、工行、中行和农行，
其中建行以238.62亿港元的买入额位居
首位。反观1月份，这一名单中仅有招
商银行一家，且当月买入金额不过40亿
港元。

在南下资金的大肆购入下，这些银
行H股的股价表现非常坚挺。虽然近期
受国际股市大跌影响，恒生指数也表现
疲软，截至3月12日收盘，月内累计跌幅
已达6.97%，但建行、工行、农行的H股

股价却全部实现区间上涨，明显超越恒
生指数同期表现。

AH全面溢价
南下资金爱拣“便宜货”

对于南下资金3月份大举购入内地
银行H股的行为，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主
要是内地银行H股股价大面积破净、AH
股溢价居高不下双重因素所致。

不仅A股上市银行出现股价大面积
破净现象，港股也不例外。据《证券日
报》记者最新统计，在29只内地银行H股
中，除招商银行、贵州银行外，其余27只
银行H股已全部破净，占比超过9成。其
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3只
H股的PB值分别为0.58倍、0.71倍和0.72

倍。
上市银行2019年业绩稳步增长几

乎成为定局。已披露2019年度业绩快
报的24家银行，去年净利润全部实现同
比正增长，且近八成银行实现两位数增
长。业绩稳定增长、股价却大面积破
净，显然为南下资金放心“抄底”银行H
股提供了足够底气。

与此同时，AH股溢价水平仍在扩
大。进入3月份以来，A股溢价率持续攀
升。截至3月12日收盘，恒生AH股溢价
指数已达129.83，14家“A+H”银行股的
A股全部呈现溢价状态，有6家银行A股
的溢价超过30%。

在AH股溢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对机构资金来说，与银行A股相比，价格
更“便宜”的H股显然更具吸引力。

大面积破净+AH股溢价居高不下，更为“便宜”的H股上市银行成港股通投资首选

南下资金集中火力抢筹H股上市银行
月内已买入3家银行逾百亿港元股票

本报记者 吴 珊

近期，不仅“险资加速入市”的呼声日
益高涨，其频繁举牌A股的动作更是令投
资者浮想联翩，难道久违的险资“扫货潮”
又来了？

实际上，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险资
就已流露出入市的迹象。《证券日报》记者
对同花顺数据统计后发现，截至3月12日，
在已披露2019年年报的88家A股上市公
司中，险资已分别出现在6家上市公司的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列，合计持股113亿
股。如果险资在今年未进行增减仓操作，
上述6只个股险资持股市值达1859亿元。

从首批现身的险资重仓股情况来
看，险资布局稳中有升，体现出结构性微

调的特点。上述6只险资重仓股中，在去
年四季度被险资新进增持的有2只，另外3
只险资的持股比例并未变化，还有1只遭
遇了险资减持操作。

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险资新进持有
海峡股份494.37万股，增持金禾实业236.58
万股至673.29万股。与此同时，险资持有的
平安银行、览海医疗、上海家化3家公司的股
份数量未变，合计超过1700万股。

在持股比例方面，截至去年四季度
末，上述6只险资重仓股中，险资持仓比例
占流通股比例超过2%的有4只，但持仓比
例发生变动的只有华正新材，变动幅度超
过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险资调仓的规模
及幅度并不大，“按辔徐行”或成为险资配
置A股的主流思想。

另外，上述6只险资重仓股体现出流
动性好、盈利能力强、估值相对较低的共
性，也凸显出险资配置资产的特点。

首先，保险资金体量较大，偏好流动
性好的股票。截至3月12日，险资重仓的
上述6只个股平均流通市值达567.92亿
元，明显高于全部A股平均流通市值
128.10亿元。

其次，险资看好盈利能力较强、业绩
相对稳定的个股。首批险资重仓股中，
2019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有4
家，占比近七成。

最后，低估值股票备受险资青睐。
上述6只险资重仓股的估值普遍低于所属
行业的平均估值水平，平安银行、金禾实
业两只股的最新动态市盈率更是低于A

股平均值。
2020年以来，如果险资未进行减仓操

作，那么上述6只重仓股已为险资带来可观
的浮盈。截至3月12日，半数个股出现不同
程度的上涨，华正新材、海峡股份、览海医疗
3只个股年内累计涨幅均超过40%。

粤开证券分析师谭韫珲表示，我国
保险业资金近年来增速比资产管理业
务总资产增速高。为了提振市场信心，
管理层频繁释放信号，引导、规范险资
入市，发挥“压舱石”作用。在个股配置
方面，险资偏好高股息、高净资产收益
率的蓝筹股，更注重上市公司的盈利性
和发展的长期性。险资入市，有助于中
国股市慢牛运行，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
康发展。

年报暴露险资持股动向 6只重仓股凸显三大特征

本报记者 刘 琪

去年，面对经济下行和局部性社会
信用收缩压力，央行有效发挥银行货币创
造功能，对症下药，着力化解流动性、利率
和资本三大约束，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汲
取活水，取得较好效果。其中，以永续债
为突破口助力银行补充资本效果明显，去
年全年银行共发行永续债5696亿元。

今年以来，银行发行永续债的势头
不减。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年
内已有东莞银行、华融湘江银行、湖州银
行、江苏银行、桂林银行、广西北部湾银
行、邮储银行7家银行获批发行累计不超
过1180亿元永续债。其中，邮储银行获批
发行不超过800亿元永续债，在7家银行中
获批规模和占比最大。

“从今年年初的发行形势看，银行发

行永续债的节奏快于去年，延续了去年11
月份以来集中发行的节奏。从发行主体
看，城商行、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数量和
规模都在增加。”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
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银行积极发行永续债的原因，
陶金分析认为，首先是受到央行票据互换
（CBS）等政策工具的支持，市场对永续债
的认购积极性得到释放。其次，在防控疫
情背景下，为银行支持实体输送弹药的必
要性在加强。央行的短期市场操作注入
流动性会带来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增加，与
之相比，永续债在很多情况下对应的是银
行权益资本的增加，是更适合的银行放贷
资金来源。第三，民营银行近两年出现资
本充足率恶化的情况；同时，城商行和农
商行的经营区域限制也带来资本补充的
问题。在此背景下，发行永续债的必要性

在加大。
央行为银行发行永续债提速“保驾

护航”。为提高银行永续债（含无固定
期限资本债券）的流动性，支持银行发
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央行于2019年1月
24日创设了CBS。2019年，央行曾累计
开展7次共计320亿元的CBS操作，换入
的债券既包括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
发行的永续债，也有城商行发行的永续
债。今年以来，央行继续开展CBS操作，
分别于1月20日和2月28日开展60亿元
及50亿元的CBS操作。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
示，央行通过CBS操作，从中标机构（主
要是指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换入
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同时换出等额
央行票据，以增加持有银行永续债的中
标机构持有的优质抵押品，提高市场对

永续债的认购热情。为支持城商行永
续债的发行并提高其流动性，央行于年
内开展了两期“以券换券”票据互换操
作，互换规模合计110亿元，占城商行永
续债新发行规模的28.95％，极大保障了
城商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今年银行发行永续债的规模会呈
现怎样的趋势？陶金预计，按照目前
银行发行永续债的节奏，今年永续债
的发行规模很可能会超过去年。首
先，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在2019年维持近几年来相对较
低的水平，发行永续债的必要性在加
大；其次，在央行票据互换等政策工具
的支持下，市场对永续债的认购积极
性得到释放；第三，中小银行资本充足
率获得有效提升后，银行债券的发行
节奏将趋于平稳。

年内7家银行获批发行累计不超过1180亿元永续债
专家预计全年规模将超去年

本报记者 王明山

全球股市大幅调整之际，沪深两
市交易量出现回落，但仍保持在8000
亿元之上，说明“抄底”的资金仍然不
在少数。从近期ETF产品规模的变化
上，也能发现这一端倪。《证券日报》
记者注意到，截至3月12日，公募市场
ETF产品的总规模（不包括货币型
ETF）已达6638.65亿元，比年初时的
规模增加814.61亿元。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贡献规
模增量的主力军不再是宽基ETF，取
而代之的是科技类ETF。《证券日报》
记者梳理后发现，21只科技类ETF在
今年以来规模合计增加847.18亿元，
而宽基ETF的规模在今年却有所下
滑 。 其 中 ，华 夏 5GETF、华 夏 芯 片
ETF、华夏新汽车ETF3只科技类ETF
产品今年以来规模增量均超百亿
元。

非货ETF总规模达6639亿元

ETF市场的发展延续2019年的强
势，今年以来在数量和规模上继续快
速增加。《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截
至3月12日，公募基金市场共有278只
ETF产品，其中有20只在今年刚刚成
立，有91只是在2019年成立。目前，
278只ETF产品的总规模为6638.65亿
元，较年初增加814.61亿元。

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ETF产品
的规模和数量就开始呈现较快发展
势头。2018年全年，ETF市场新增35
只新产品，非货ETF总规模增加1434
亿元，增幅达62%；2019年，堪称ETF
发展的“超级大年”，全年共成立91只
新ETF产品，非货ETF总规模增加1994
亿元，同比增长58.94%。

近年来，华夏上证50ETF、南方中
证500ETF、华泰柏瑞沪深300ETF一直
是规模最大的三大权益ETF产品，截
至3月12日，3只ETF产品的最新规模
分别达到408.8亿元、399.45亿元和
362.87亿元。前两只ETF产品规模比
较相近，近年来轮流抢坐权益ETF规
模的头把交椅。

ETF总规模不断攀高，主要得益
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ETF产品具有
操作透明、风险分散、交易灵活的优
势，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持

ETF产品，推动ETF总份额稳步上升；
另一方面，ETF产品所跟踪指数在今
年快速反弹，导致ETF产品单位净值
快速上升。

年内科技类ETF规模骤增

在2018年和2019年，诸如上证
50ETF、沪深300ETF、中证500ETF及
创业板ETF等宽基ETF一直占据ETF
市场的主力地位，也是规模增长的主
力军，尤其是规模大的ETF产品更是
呈现“强者恒强”的态势。但在今年，
科技板块异军突起，成为领涨A股市
场的主要标的，同时也刺激科技类
ETF规模的快速扩张，宽基ETF的规模
反而出现回落。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科技类
ETF产品在今年年初的总规模仅有
278.3亿元，但截至3月12日，科技类
ETF产品的总规模已达1125.48亿元，
在两个多月时间内骤增847.18亿元。
其中，华夏5GETF、华夏芯片ETF、华
夏新汽车ETF3只产品今年以来的规
模增量均超百亿元。值得关注的是，
华夏芯片ETF和华夏新汽车ETF是今
年新成立的ETF产品。

宽基ETF中，华夏上证50ETF、南
方 中 证 500ETF 和 华 泰 柏 瑞 沪 深
300ETF作为三大头部宽基ETF产品，
基金规模均有所下滑。截至3月12
日，上述3只宽基ETF产品的规模分别
下滑53.1亿元、45.91亿元和40.33亿
元。

华夏基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
金、华泰柏瑞基金抢先布局ETF产品，
占据了先发优势。与这些基金公司
相比，其他基金公司后续要开展ETF
业务、实现ETF产品规模的弯道超车，
显得尤为困难。目前最受资金热捧
的科技类ETF产品，大多是出自大型
基金公司之手，先发优势在ETF业务
上不断得到巩固。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目
前ETF规模排名前五的基金公司分别
是华夏基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
嘉实基金和华泰柏瑞基金，旗下ETF
产 品 总 规 模 分 别 为 1579.03 亿 元 、
583.53亿元、515.23亿元、436.37亿元
和422.5亿元，5家基金公司ETF总规
模高达3536.66亿元，已瓜分整个ETF
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

年内科技类ETF规模净增847亿元
宽基产品规模有所下滑

本报记者 包兴安

百万亿元级国有金融资本已归
财政部门集中统一管理。专家建
议，可适度加大金融国资对保险、证
券等行业的配置力度。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有
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把
国有金融资本都纳入统一管理范
围。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抓
紧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
八柱”，优化资本布局，合理调整国
有金融资本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行
业的比重，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向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要基础设施
和重点金融机构集中，提高资本配
置效率。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是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开放的必
然要求，有利于建立开放的市场化
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增加金融供给
主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也有利于
给处于市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金融
机构放权，增强其市场活力，促进国
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提升对重点
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力，优化国有
金融资本配置格局；有利于充分发
挥其逆周期调节的作用，促进其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
险。

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末，国有金融企业资产
总额为241万亿元，负债总额217.3万
亿元，形成国有资产16.2万亿元。

长期以来，国有金融资本主要
集中在银行业。以A股市场为例，

《证券日报》记者对已在A股上市的
金融股前十大股东数据进行统计后
发现，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财政部
共持有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中国人保4家A股上市公司股份
2791.39亿股，按3月11日收盘价计
算，上述持股市值约为1.3万亿元。

财政部在将所持上述4家公司
股权的10%一次性划转给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后，目前仍持

有交通银行177.32亿股普通股，占普
通股总数的23.88%；持有农业银行
1235.15亿股普通股，占普通股总数
的35.29%；持有工商银行1109.85亿
股普通股，占普通股总数的31.14%；
持有中国人保269.07亿股普通股，占
普通股总数的60.84%。由此可见，
现有国有金融资本对银行业的配置
比例最高，对证券、保险业的配置力
度相对较小。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有金融
资本在推进国家金融安全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合理配置国有
金融资本，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国有
金融机构改革，充分发挥金融机构
的融资功能，实现直接和间接融资
的平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此次合理调整比较重要，以服
务 实 体 经 济 为 宗 旨 ，优 化 融 资 结
构。”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融资结
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相对
偏低，金融资本特别是国有金融资
本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未来可以
适度加大国有金融资本对证券、保
险等行业的投资力度，实现国有金
融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
业的合理配置，促进直接融资和间
接融资的均衡发展。

吴琦建议，要以加强重点金融
机构控制为抓手，提高资本配置效
率。以银行业为例，改革重点是改
善间接融资结构，提高国有金融资
本的集中度。一方面，加快大型商
业银行战略转型。这些银行大都
是国有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大型商
业银行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形成
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和商业性
银行互为支撑的体系，对国家重大
战 略 和 民 生 工 程 形 成 有 力 支 撑 。
另一方面，加快发展中小银行和民
营金融机构，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门槛，对于处于竞争领域的其他国
有金融机构，积极引入各类资本，
形成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相互补
充的格局。

百万亿元级金融国资集中统一管理
专家建议适度加大证券保险业配置


